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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INet 合作館採用之標題表 

2022.01.10 

圖書館名稱 中文主題詞表 中文圖書標題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 美國醫學圖書館標題表 未使用 其他 

大同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大陸委員會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 中文, 西文, 日文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中原大學圖書館 中文  西文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西文   

中華飲食文化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中華福音神學院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其他

語文 

中文, 西文, 日文, 其他

語文 
  

元智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 中文 中文, 日文 西文    

文藻外語大學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中文 西文, 其他語文    

世新大學圖書資訊處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西文    

台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中文 中文 西文 西文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弘光科技大學圖書資訊處  中文, 日文   西文  

佛光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育達科技大學家聲紀念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亞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西文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文學及圖書資訊科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

文 

 

明志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東吳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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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名稱 中文主題詞表 中文圖書標題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 美國醫學圖書館標題表 未使用 其他 

東海大學圖書館 中文 中文 西文    

金門縣文化局縣立圖書館 中文, 西文, 其他語文 
中文, 西文, 其他

語文 

    

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科 中文    西文  

南華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張麗門紀念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圖書館 中文  西文 西文   

高雄市立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

語文 

   

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中文  西文 西文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中文 中文 西文 西文 韓文 日文, 其他語文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立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東華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國立屏東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與會展館  中文 西文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處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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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名稱 中文主題詞表 中文圖書標題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 美國醫學圖書館標題表 未使用 其他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立嘉義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中文  西文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國立臺北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中文, 日文 西文  韓文, 其他語文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

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中文 中文 西文 西文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中文      

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立臺灣圖書館 中文  西文    

國立聯合大學國鼎圖書館 中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 中文      

國防大學資訊圖書中心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企畫處科技資料組   西文   中文 

國家兩廳院表演藝術圖書館   中文    

國家教育研究院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國家圖書館     西文       

國家衛生研究院圖書館 中文  西文 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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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名稱 中文主題詞表 中文圖書標題表 美國國會圖書館標題表 美國醫學圖書館標題表 未使用 其他 

基隆市文化局圖書資訊科 中文    
中文, 西文, 日文, 

其他語文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逢甲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景文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朝陽科技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新北市立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韓文, 其他語文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其他

語文 

   

臺中市立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臺北市立美術館圖書文獻中心     
中文, 西文, 日文, 

韓文 

 

臺北市立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韓文, 其他語文    

臺北醫學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西文   

臺東縣政府文化處圖書館 中文 中文 西文, 其他語文  日文  

臺南市立圖書館 中文, 日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臺灣經濟研究院劉大中博士紀念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輔仁大學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輔英科技大學吳大猷紀念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西文, 其他語文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圖書館 中文    西文, 日文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中文, 日文, 韓文  西文    

 


